
一是早晚浇水 结果期的果树长期处于干旱状
态，不可浇透水，应分少量多次浇水，防止裂果
情况出现，非结果期果树可早晚浇一次透水

二是树盘覆草。树盘覆盖秸秆稻草等可有效减少地面水分散
失，具有防旱降温作用。树盘覆草高度可在10厘米至15厘
米，沿树盘1.5米至2.5米范围覆盖

三是种植抗旱果树品种。不同果树抗旱能力不同，龙眼、芒果
等果树耐瘠薄、耐干旱能力强，栽培在较缺水的坡地也能丰产

四是喷施植物蒸腾抑制剂。叶面喷施蒸腾抑制剂可有效降低
植物蒸腾作用，减少叶片水分散失。叶面可喷施50倍至100
倍TCP植物蒸腾抑制剂减少树体水分散失

果树防旱果树防旱

关注高温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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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5月11日讯（记者傅人意）连日来，我省多市县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农业生产应该如何应对？5月9日，海南省农业科技110东北部中心主任
万祝宁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高温天气下，种植户对蔬菜果树要注意早晚浇水，拉好遮阳网避免暴晒，同时可在土壤表面铺上稻草秸秆等覆盖
物进行降温。

专家为高温天气农业生产支招：

作物早晚浇水 畜禽调整日粮

种植户要尽量采用降温措施，大棚蔬菜
要注意通风管理，及时拉开放风口，降低
棚内温度，在棚内稍加覆盖遮阳网或绿
色防虫网效果更佳

露地栽培的蔬菜可在行间地面铺上一层覆盖物

防治病虫害则应坚持“以防为主、综合防治”原则，
经常检查病情和病虫，选择有利时机进行防治

此外，浇水是缓解高温天气最有效措施之一，为作
物合理浇水可以促进生根，还可以带走大部分热
量，种植户浇水时间宜选在清晨或傍晚，切不可中
午高温时浇水，且需浇匀浇透，保持土壤湿润

一是在畜禽栏舍环节要注意做好环境控制

二是在饲料环节注意调整日粮。合理安排饲喂次数
与饲喂时间，尽量安排在早晨及傍晚喂食，确保饲料
新鲜和摄入量。饲料中添加小苏打、氯化钾和维生素
C等可增强畜禽耐热能力，减缓热应激。同时可酌情
添加健胃消食药物，促进畜禽进食和消化。保证充足
清洁清凉饮水

三是在日常生产环节要加强管理

四是在运输环节注意防畜禽中暑

五是在预防环节要做好雷暴雨天气应急准备

畜牧防暑降温畜牧防暑降温

本报三亚5月11日电（记者林
诗婷 通讯员刘昌 陆羿锜）近日高温
天气持续，三亚市用电负荷不断攀
升，海南日报记者5月11日从南方电
网海南三亚供电局（以下简称三亚供
电局）获悉，针对夏季用电高峰，该局
启动迎峰度夏工作，通过开展差异化
运维、统筹安排电网设备试验及消缺
等方式，保障高温期间企业复工复产
和居民生活用电。

受三亚经济社会逐渐复苏及持
续高温天气影响，5月9日，三亚最高
负荷达70.968万千瓦。为准确掌握
三亚主网设备运行及配网台区的负
荷情况，三亚供电局制定了详细的特

巡工作方案，在20时至22时的用电
高峰期时段，巡维人员利用红外测温
仪对导线、开关、刀闸接点、变压器等
电网设备开展红外测温检查，及时掌
握配电网设备在高温、重载情况下的
运行状况，对发热设备实现跟踪监
测，并针对所发现的缺陷和隐患制定
相应的整改措施。截至目前，三亚供
电局累计出动运维人员535人次，车
辆117车次，对28个变电站开展了
测温和预试定检工作，对826台配电
变压器、31条配电线路开展了红外
测温和局放测试工作，对76条输电
线路进行了特巡特维。

此外，三亚供电局今年还高度重

视对城区重载变压器进行增容及线
路改造，目前已下达第一批9300万元
资金用于10千伏配电网自动化建设，
全面提升城乡供电可靠性，以满足居
民盛夏用电需求。针对近期因高温天
气造成变压器重载的商品街、回辉村
等区域，三亚将新增45台变压器以缓
解上述区域的供电压力。

与此同时，三亚供电局还组织了
10支党员服务队为市民开展用电安
全宣传和上门服务工作，协助做好设
备巡检，对存在重大设备缺陷或因设
备陈旧老化不满足运行条件的情况，
及时督促整改，减少因用户故障导致
停电事件。

三亚供电局多举措保障夏季用电
启动迎峰度夏工作

本报海口5月11日讯 （记者
郭萃 通讯员林俊汝 翁小芳）海南
日报记者5月11日从海南省气象台
获悉，预计琼岛本周前期全岛有一
次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伴有短
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后期全岛以晴间多云为主，西北部
地区将再次出现大范围高温天气。

预计5月11日～13日，受弱冷
空气影响，各地气温普遍有所下降，
全岛大部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
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
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可降至
30℃～34℃，最低气温22℃～25℃。

5月14日～17日，转受西南气

流影响，全岛晴间多云，北半部局地
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西
北部地区可升至35℃～38℃，其中
15日～16日将再次出现大范围高
温天气，其余地区33℃～35℃，最
低气温中部地区22℃～25℃，其余
地区25℃～28℃。

此外，海南省气象台预计，13
日前后在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
洋面上可能有热带气旋生成，该热
带气旋生成后向偏西方向移动，对
海南省陆地和近海无影响。受热带
气旋影响，南海东部海域风力将逐
渐加大，上述海域过往船只注意避
开大风影响区域。

琼岛本周前期有强对流天气
后期西北部将再现大范围高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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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海岸警察细化岸线分段管控

“五位一体”联管联控
严防海上疫情输入

本报三亚5月11日电（记者良子 通讯员冯
谋瑞）5月9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省公安厅海
岸警察总队（筹备组）三亚支队获悉，该支队近日
连续查处2起擅自驾驶船舶搭载游客违规出海案
件，这也是该支队大力开展海上疫情防输入、整治
船舶违规出海行动的缩影。

自行动开展以来，三亚支队依靠党政军警民
“五位一体”联管联控机制，会同当地党委政府、港
航、边检以及渔民，加强对港口码头“三无”船、改装
船、远洋货船、游艇等船舶的排查整治，做到进出港
船舶24小时随机抽检，可疑船舶必检，严防人员利
用海上通道潜入、潜出，严密岸线管控。此外，该支
队还通过依托“岸长制”，在三亚港、红沙港、崖州中
心渔港以及后海、藤桥、梅联等重点区域设立“1+
1”多功能岸线警务室，细化岸线分段管控，逐级落
实责任，做到每段岸线管控都能具体到人，落实到
位。同时还通过动员现有治保会、调解会等群防群
治力量，强化整治手段和力量，全警投入联防联控
海上疫情输入和各类违法犯罪活动。

行动开展以来，该支队累计排查各类船舶3500
余艘次，查处各类违规出海船舶21艘次，抓获违法
嫌疑人22名，疫情海上防输入工作稳步推进。

5月11日我省新增1例
无症状感染者

本报海口5月11日讯（记者马珂）海南省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发布消息，5月11日
我省新增1例无症状感染者。

该新增无症状感染者基本情况如下：闻某某，
男，67岁，湖北武汉籍，常住海南定安县。1月23
日至4月7日在武汉，4月8日从武汉返回定安，
当时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5月5日回武汉，5月
10日乘坐航班CZ6537（座位号36A）从武汉飞往
海口，上午11时抵达海口美兰机场，在绿地Q酒
店集中观察，并采集咽拭子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
测，5月11日早上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

目前，我省有关部门已按要求开展流行病学
调查，航班和机场等密切接触人员排查工作正在
进行之中。

put on/ gain weight 体重增加
gain 获得
No pain no gain. 没有付出就没有回报。
pain 疼痛
I have had put on a lot of weight

since my home quarantine.
居家隔离后，我就变胖了。
flabby arms 蝴蝶袖/拜拜肉
flabby skin 松垮的皮肤
big thighs 腿粗
double chin 双下巴
She has got flabby arms since she

gave up doing exercise.
自打停了锻炼后，她就有了拜拜肉。
Middle-age spread发福
Most female are starting to get mid-

dle-age spread after having a baby.
许多女性在生完宝宝后就开始发福了。

生活英语

自贸英语角

自贸英语

简化野生动植物出口许可程序。
Streamline the licensing procedure

for the export of wild animals and plants.
【自贸英语资料来源：省委深改办（自贸办）】

扫码收听本报
记者尤梦瑜朗读的
英语音频。

■ 本报记者 李磊

5月 11日下午的琼海市潭门渔
港，骄阳似火。休渔期间，大大小小的
渔船停满码头。下午3时，按照约好
的采访时间，全国人大代表、琼海市潭
门镇潭门村党支部委员王书茂骑着摩
托车，准时来到采访地点潭门码头。

停好摩托车，王书茂早已满头大
汗。从上午开始，他就顶着炎炎烈日
在村里挨家挨户走访渔民，还逐艘登
上渔船，猫着腰钻进狭窄的船舱，为即

将提交给全国两会的建议征求渔民们
的意见，忙得来不及吃午饭。

“作为一名来自渔村的人大代表，
在走访基层过程中多流点汗，来自基
层的声音就能多一些。”站在码头前的
树荫下，王书茂一边擦汗一边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他的口袋里，揣着那本
用了近三年的履职记事本。

年过六旬的王书茂对电脑操作不
熟练，当选代表后，他专门准备了一本
收集渔民意见的履职记事本。在基层
走访时，他会将了解到的情况一字一句

记下，再根据这些走访内容写下建议，
充分修改后工整地誊写在记事本上。

每年去北京参会，王书茂都会带
着这本记事本。今年，王书茂的履职
记事本上除了每年都在关注的开展休
闲渔业、加快渔民转产转业等话题外，
又多了一项关于加大打击“套路贷”力
度的建议。

“我来自农村，平日里接触的大
都是淳朴的渔民、农民。”王书茂说，
在去年的走访过程中，他了解到不少
农村家庭被“套路贷”害得家破人亡，
心里就有了在全国两会上提出这条
建议的想法。为此，王书茂在去年一
年时间里，走访了多个“套路贷”受害

家庭，并征求法律专家的建议，从多
个角度了解了“套路贷”对社会的危
害，并思考如何从制度层面杜绝“套
路贷”的出现。

翻开那本厚实的履职记事本，王
书茂说，几年来他在全国两会上提出
的各项建议得到了国家有关部委的重
视，并及时收到了反馈。特别是关于
发展休闲渔业的建议提出后，我省有
关部门还组织专家到潭门进行了调
研。调研中，王书茂也和多位专家探
讨了渔民转产转业的未来发展之路。
在结合前期充分调研和走访的基础
上，今年，王书茂的履职记录本上关于
休闲渔业的发展内容更加充实了，增

加了以“合作社+公司”模式发展农家
乐、民宿、海上观光等内容。

“我文化水平不高，当选全国人大
代表让我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也
让我深刻感受到要加强自身学习，努力
成为一名称职的人大代表，将更多的基
层声音带到两会上。”王书茂说。

“茂叔，快去北京了吧，什么时候出
发？”采访结束，王书茂走过码头，一位
渔民站在船帮上亲切地打起了招呼。

“对啊，马上要提交建议了，你帮
我看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说完，这
位和大海打了几十年交道的老船长，
手握履职记事本，纵身一跃，又踏上了
甲板。 （本报嘉积5月11日电）

全国人大代表王书茂——

履职路上多流汗 为给百姓多发声
全国两会前奏·代表委员履职记

白沙与中国移动
正大集团签约
共建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

本报牙叉5月11日电（记者曾毓慧 通讯员
熊文汇）5月9日，白沙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与中
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正大集团正大农
业科技（浙江）有限公司举行现代农业科技园项目
合作建设协议签约仪式，三方将在现代农业科技
示范园建设、农业产业提升、县域扶贫带动等领域
开展战略合作。

此次白沙与中国移动和正大集团签约，旨在
围绕精准产业扶贫在搭建农业服务平台、培育特
色农产品、打造高端品牌、拓展销售市场、带动农
民发展产业增收、推动实现农业产业化等方面开
展合作，三方将实现优势互补，产业深度融合。按
照规划，白沙将提供园区建设用地及适合现代化
农业种植用土地，中国移动提供专项产业扶贫资
金，正大集团发挥“土地修复+绿色经营”一体化
优势及园区开发经验，共同打造规模580亩的现
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园区将通过科研成果转化、
特色农产品繁种育苗、种植示范等，引导、指导农
民进行种植，帮助农民脱贫致富。

白沙县人民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该县积极解
决项目建设中的问题，让项目早日落地、早见成效。

海南是中国最南端
的省份，这里有着我国
面积最大、保存最为完
好的原始热带雨林，植
被完整性和生物物种多
样性被誉为“热带北缘
生物物种基因库”；这里
有着美丽的海岸线、分
布着众多的海湾。

海南日报客户端今
日起推出《海南地理》栏
目，通过视频+美图让更
多人领略海南得天独厚
的热带海岛自然风光及
生态系统。敬请关注。

海南日报客户端
推出《海南地理》栏目


